




通識微型課程 109-1 修課須知

一、 通識微型課程為主題式小班教學，採彈性上課時間，強調課堂互動與實作

，每班上限 40 人。 
二、 通識微型課程限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(學號 3 或 4 開頭者)修習，每人

每學期最多可修習3班微型課程。(不含大學國文、大一英文、資訊素養、

一般博雅通識) 
三、 109-1學期開課一覽表公告於通識教育中心網站，請至【興大首頁→行政

→教務處→通識中心→(上方頁籤)通識課程→(左側選項)課程公告→微型

課程】下載，選課前請務必詳閱本須知。

四、 選課時段自109年9月14日(一)10:00 至9月18日(五)10:00止，請登入【教

務資訊系統→學生選課→微型課程加退選】進行選課，額滿為止(非抽籤)

。各班選課人數未達10人則停開，並將公告於通識教育中心網站，不另行

個別通知。

五、 學生全勤無缺課或遲到早退，準時繳交作業，通過課程考評，並完整填寫

問卷者，可獲得學習時數。

六、 每班課程學習時數以核給 6小時為原則，累計18小時可採計「通識學習拼

圖(一)/(二)/(三)」1 學分，於 109-1 學期第18週結束前統一核給，成績評定

以「通過/不通過」顯示。 
七、 學士班延畢及進修學士班學生獲得18小時學習時數後，應先依規定補繳學

分費950元，方可採計1學分(繳費通知預計於第15週起寄發)。 
註：學士班延畢生採計通識學習拼圖學分後之學期總學分數如在9學分以

下收學分費，10學分以上需繳全額學雜費。 
八、 各學期未滿18小時之學習時數，可以跨學期累計。 
九、 不可重複修習同一門通識微型課程。

十、 「通識學習拼圖」為通識自由選修範圍，可納入通識畢業學分，但不屬於

人文、社會、自然領域任何一個學群。

十一、 為避免浪費課程資源，無法如期上課者，請務必依規定退選，違者將影響

日後選課權益。

(1) 系統選課期間：自行上網退選。 
(2) 正式上課前：e-mail 通識教育中心 mei422@nchu.edu.tw 人工處理。 
(3) 正式上課後：無法退選。 

十二、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※常見問題請參閱通識教育中心網站Q&A，或洽本校通識教育中心。 
：(04) 2284-0597#22 
：mei422@nchu.edu.tw 
：綜合教學大樓6樓 602通識教育中心辦公室 

mailto:mei422@nchu.edu.tw
mailto:mei422@nchu.edu.tw


更新日期：2020/08/06 

 ：04-22840597＃22   ：綜合教學大樓 6樓 602室 ※課程如有異動，以通識中心網頁公告及課前通知為準。 

序號 課程
編號 主題系列 單元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內容簡介 注意事項 

上課日期 
週 節次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

① ② ③ 

1 1111 月光族 
bye-bye 你不理財，財不理你 陳雪如 介紹簡易理財方式，讓學

生獲得初步的理財概念 10/06 10/13 10/20 週二 56 13：10～15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2 1121 月光族 
bye-bye 股市術語輕鬆懂 陳雪如 介紹簡易理財方式，讓學

生獲得初步的理財概念 11/10 11/17 11/24 週二 56 13：10～15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3 1211 小資大躍進 玩遊戲學經濟 鄭保志 
透過遊戲認識市場機制的
運作原則及基本的廠商生
產理論 

11/14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4 1212 小資大躍進 玩遊戲學經濟 鄭保志 
透過遊戲認識市場機制的
運作原則及基本的廠商生
產理論 

11/28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5 1311 保險停看聽 三堂課教你看懂保單 廖秀婉 
基本保險種類介紹、常見
保單陷阱、設計適合的保
單 

11/26 12/03 12/10 週四 78 15：10~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6 2111 食在安心 走入農夫市集共學 楊文仁 
了解市集的運作與經營困
境、協助農友販售、與農友
共食 

第 2週上課時間為 
上午 7-12點 
自備環保餐具 

11/21 11/28 - 週六 ①11/21(六)10-12點
②11/28(六)7-12點

農夫市集入口 
(惠蓀堂後方) 

7 2121 食在安心 聊聊食材這檔事兒 楊文仁 認識當季食材、動手做節
氣輕食(冬至湯圓) 自備環保餐具 12/12 12/19 - 週六 ①12/12(六)9-12點

②12/19(六)9-13點
農夫市集入口 
(惠蓀堂後方) 

8 2211 農業的前世今生 芳香維他命：精油 王升陽 精油萃取教學(製作茶樹精
油乾洗手) 10/24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森林二館 2F 

V202 

9 2212 農業的前世今生 芳香維他命：精油 王升陽 精油萃取教學(製作茶樹精
油乾洗手) 11/14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森林二館 2F 

V202 

10 2221 農業的前世今生 精油芳香保健室 阿娥 
(洪慧芳) 

認識薰衣草、迷迭香、薄
荷，DIY 好眠噴霧、醒神按
摩油、萬用膏 

11/23 11/30 12/07 週一 34 10：10～12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11 2222 農業的前世今生 精油芳香保健室 阿娥 
(洪慧芳) 

認識薰衣草、迷迭香、薄
荷，DIY 好眠噴霧、醒神按
摩油、萬用膏 

11/23 11/30 12/07 週一 56 13：10～15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12 2231 農業的前世今生 香料入生活 蔣慎思 
廚房中的調味聖手-蔥屬
植物及暖暖去腥的薑科植
物(實作三色麵及大蒜粥) 

11/09 11/16 - 週一 234 09：10～12：00 
（每次 3 小時*2 週） 

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13 2232 農業的前世今生 香料入生活 蔣慎思 
廚房中的調味聖手-蔥屬
植物及暖暖去腥的薑科植
物(實作三色麵及大蒜粥) 

11/09 11/16 - 週一 567 13：10～16：00 
（每次 3 小時*2 週） 

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14 2241 農業的前世今生 東方造紙術簡介 沈熙巖 造紙歷史與纖維材料、製
漿造紙程序介紹與實作 

教室周遭樹木花草多，
自備防蚊用品 10/17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森林一館 1F 

V101 

15 2242 農業的前世今生 東方造紙術簡介 沈熙巖 造紙歷史與纖維材料、製
漿造紙程序介紹與實作 

教室周遭樹木花草多，
自備防蚊用品 10/24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森林一館 1F 

V101 

16 2251 農業的前世今生 香料保健室 阿娥 
(洪慧芳) 

介紹芳療常見香料：芫荽
籽與小荳蔻、丁香苞與黑
胡椒、薑與薑黃，DIY 按摩
油、乳霜、香料包 

10/21 10/28 11/04 週三 34 10：10～12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17 2252 農業的前世今生 香料保健室 阿娥 
(洪慧芳) 

介紹芳療常見香料：芫荽
籽與小荳蔻、丁香苞與黑
胡椒、薑與薑黃，DIY 按摩
油、乳霜、香料包 

10/21 10/28 11/04 週三 56 13：10～15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18 2411 無毒生活 無毒生活自己來 許文馨 
透過 DIY 手工皂、護唇膏、
護手霜、水果醋、果醬，認
識無毒家庭生活 

 10/15 10/22 10/29 週四 34 10：10～12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19 2412 無毒生活 無毒生活自己來 許文馨 
透過 DIY 手工皂、護唇膏、
護手霜、水果醋、果醬，認
識無毒家庭生活 

 11/26 12/03 12/10 週四 34 10：10～12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20 2421 無毒生活 病媒蚊蟲認識與防治 杜武俊 蚊蟲介紹、傳染病防治方
法 09/26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2 

21 3211 健走踏查 省城憶往今猶在 蘇全正 
走訪台中舊城區，了解興
大與省城的關聯性及在地
文化 

全日戶外行程，請先考
量體力再報名 
(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) 

12/05 - - 週六 08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集合

22 3251 健走踏查 走讀眉溪人文地景 吳政憲 解說埔霧公路(臺 14 線)重
要歷史據點 

全日戶外行程，請先考
量體力再報名 
(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) 

11/07 - - 週六 08：10～18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9 集合 

23 3252 健走踏查 走讀眉溪人文地景 吳政憲 解說埔霧公路(臺 14 線)重
要歷史據點 

全日戶外行程，請先考
量體力再報名 
(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) 

12/05 - - 週六 08：10～18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9 集合 

24 3261 健走踏查 前進好望角 蘇全正 中部萬年沉降海岸山脈的
自然與人文變遷 

全日戶外行程，請先考
量體力再報名 
(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) 

09/26 - - 週六 08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9 集合 

25 3431 生活美學 創意蠟筆刮擦 蕭怡姍 介紹蠟筆畫技法、實作蠟
筆刮擦 

自備1支斷水原子筆至
課堂使用 09/26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
Y605 

26 3432 生活美學 創意蠟筆刮擦 蕭怡姍 介紹蠟筆畫技法、實作蠟
筆刮擦 

自備1支斷水原子筆至
課堂使用 10/17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
Y605 

27 3441 生活美學 輕黏土工坊 蕭怡姍 輕黏土特性介紹、輕黏土
造型練習 11/14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
Y605 

28 3442 生活美學 輕黏土工坊 蕭怡姍 輕黏土特性介紹、輕黏土
造型練習 11/21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

Y605 

29 3461 生活美學 油畫浮世繪 蕭怡姍 油畫技巧示範、分組實作
體驗油畫創作 

本課程為團體創作且
限定主題為浮世繪，可
接受再選課 

11/28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30 3462 生活美學 油畫浮世繪 蕭怡姍 油畫技巧示範、分組實作
體驗油畫創作 

本課程為團體創作且
限定主題為浮世繪，可
接受再選課 

12/05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31 3471 生活美學 曼陀羅與創意書寫 周玟觀 
結合圖像象徵進行曼陀羅
的繪製，並以自由書寫為
創意書寫工具 

11/07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32 3472 生活美學 曼陀羅與創意書寫 周玟觀 
結合圖像象徵進行曼陀羅
的繪製，並以自由書寫為
創意書寫工具 

12/04 12/11 - 週五 567 13：10～16：00 
（每次 3 小時*2 週） 

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1 

33 3611 黑白配茗閒情 啡嚐有趣 簡世昌 
介紹咖啡主要產區及品
種、實作咖啡沖泡(虹吸式、
滴濾式)及品嚐 

 11/13 11/20 11/27 週五 56 13：10～15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34 3612 黑白配茗閒情 啡嚐有趣 簡世昌 
介紹咖啡主要產區及品
種、實作咖啡沖泡(虹吸式、
滴濾式)及品嚐 

 11/13 11/20 11/27 週五 78 15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

更新日期：2020/08/06 

 ：04-22840597＃22   ：綜合教學大樓 6樓 602室 ※課程如有異動，以通識中心網頁公告及課前通知為準。 

序號 課程
編號 主題系列 單元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內容簡介 注意事項 

上課日期 
週 節次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

① ② ③ 

35 3621 黑白配茗閒情 製茶原理與實作 王慶裕 簡介台茶生產狀況、茶樹
生長特性、製茶體驗 

第2週製茶實作約9小
時（8:30綜大集合，統
一搭乘交通車出發，需
提供個資辦理保險) 

10/17 10/24 - 週六 
①10/17(六)9-12點
②10/24(六)9-18點
(②雨天順延一週) 

①綜合教學大樓
1F  Y109 

②農業試驗場

36 3721 拈花惹草 淺談植物組織培養 廖松淵 
介紹植物組織培養在生
技、農業及花卉產業的應
用，實作植物組織栽培 

09/30 10/07 10/14 週三 34 10：10～12：00 生命科學大樓 2F 
Z210實驗室 

37 4211 ROBOT機器人 樂高 Maker： 
自走避障車 陳昭亮 

組裝自走避障車、學習撰
寫簡易樂高程式、避障車
競走 

自備筆電＆安裝 LEGO 
EV3程式 10/17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1 

38 4212 ROBOT機器人 樂高 Maker： 
自走避障車 陳昭亮 

組裝自走避障車、學習撰
寫簡易樂高程式、避障車
競走 

自備筆電＆安裝 LEGO 
EV3程式 12/12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1 

39 4311 攝身處地 用手機說故事 小世導演 
(黃世明) 

手機微電影拍攝技巧及實
作 11/21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1 

40 4312 攝身處地 用手機說故事 小世導演 
(黃世明) 

手機微電影拍攝技巧及實
作 11/28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1 

41 4321 攝身處地 網紅的手機拍照技巧 小世導演 
(黃世明) 

基礎攝影技巧、美食漂浮
照、逆光美照、自拍方法、
照片後製 

 10/24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1 

42 4322 攝身處地 網紅的手機拍照技巧 小世導演 
(黃世明) 

基礎攝影技巧、美食漂浮
照、逆光美照、自拍方法、
照片後製 

 11/07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1 

43 4511 鳥瞰興視界 空拍初體驗 許鈺群 
無人機飛行教學、實地空
拍興大校園、影像處理與
3D 建模 

自備筆電＆安裝模擬
飛行軟體 11/14 - - 週六 09：10～18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1 

44 4512 鳥瞰興視界 空拍初體驗 許鈺群 
無人機飛行教學、實地空
拍興大校園、影像處理與
3D 建模 

自備筆電＆安裝模擬
飛行軟體 12/05 - - 週六 09：10～18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1 

45 4521 鳥瞰興視界 空拍初體驗(進階) 許鈺群 
複習初階課程、法規介紹、
無人遙控載具考照基礎飛
行 

限具無人機操作基礎
者選修。自備筆電＆安
裝模擬飛行軟體 

12/19 - - 週六 09：10～18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1 

46 4611 科學五四三 摺出數學的幾何世界 李林滄 
基本摺紙幾何性質介紹、
摺紙實作（三角形、正多邊
形、正多面體、星形） 

10/05 10/12 10/19 週一 78 15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47 4631 科學五四三 科技、生活與醫療 程德勝 
教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
用微控制器及在醫療上的
簡單應用 

09/30 10/07 10/14 週三 567 13：10～16：00 
（每次 3 小時*3 週） 

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48 4731 資訊開講 資訊素養建立： 
以密室脫逃為例 范耀中 

資訊技術未來重點技術概
觀說明、密室脫逃空間實
際體驗 

密室脫逃為 4人一組，
每週進行 1梯次，共分
12週/組，需配合分組 

09/25 
9/30

~ 
12/18 

- 週五 567 

13：10～16：00 
①全體前導課程
②密室脫逃體驗

(每週 1組 4人進行)

①應用科技大樓 3F 
335教室

②應用科技大樓 3F 
358實驗室

49 4741 資訊開講 數位影像設計 鄭琨鴻 

數位影像概說與基礎向量
圖像編輯、貝茲曲線與向
量文字編輯、向量描圖與
自畫像 

自備筆電&先行安裝
Adobe illustrator( 試
用版)軟體 

10/24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50 5131 禮儀幫幫忙 請你聽我這樣說 彭瑞芝 介紹溝通技巧、優雅的肢
體動作、實地導覽練習 請著正式服裝 11/07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2 

51 5141 禮儀幫幫忙 淺酌細品葡萄酒 彭瑞芝 
基本葡萄酒介紹、認識酒
標、開瓶練習、品飲四種葡
萄酒 

請著正式服裝；需簽署
葡萄酒品飲聲明書，不
可酒駕 

12/12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52 5142 禮儀幫幫忙 淺酌細品葡萄酒 彭瑞芝 
基本葡萄酒介紹、認識酒
標、開瓶練習、品飲四種葡
萄酒 

請著正式服裝；需簽署
葡萄酒品飲聲明書，不
可酒駕 

12/19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53 5151 禮儀幫幫忙 輕鬆學化妝 楊淑芬 基礎彩妝技巧與實作練習 自備慣用化妝品及用
具 11/28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9 

54 5221 興大生了沒 惠蓀林場生態之旅 劉思謙 
走訪惠蓀林場、雙冬吊橋、
九九峰、七股大樟樹、烏
溪、蘭島溪 

全日戶外行程，請先考
量體力再報名 
(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) 

11/14 - - 週六 08：10～18：00 
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9 集合/ 
惠蓀林場 

55 5222 興大生了沒 惠蓀林場生態之旅 劉思謙 
走訪惠蓀林場、雙冬吊橋、
九九峰、七股大樟樹、烏
溪、蘭島溪 

全日戶外行程，請先考
量體力再報名 
(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) 

11/21 - - 週六 08：10～18：00 
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9 集合/ 
惠蓀林場 

56 5231 興大生了沒 文學城市串流 詹閔旭 文學作品閱讀、城市走讀
導覽、文學推廣實作 

第 2 週為戶外教學，需
自行前往指定授課地點 
(需提供個資辦理保險) 

12/04 12/11 12/18 週五 34 10：10～12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57 5321 軟實力 表達的黃金七秒鐘 林建良 
如何掌握關鍵黃金七秒
鐘，建立良好第一印象， 
打開機會大門 

10/14 10/21 - 週三 ABC 18：20～21：00 
（每次 3 小時*2 週） 

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58 5331 軟實力 玩桌遊學活動管理 童秋霞 
透過桌遊的操作讓同學學
習活動中的領導、溝通、團
隊合作等管理能力 

10/16 10/23 10/30 週五 56 13：10～15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
59 5341 軟實力 航空旅遊實務 彭瑞芝 
出國旅遊安排及訂位常
識、飛機基本結構、航空地
勤及空服工作介紹 

10/17 - - 週六 10：10～17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60 5351 軟實力 菜鳥職場生存學 陳明怡 
協助同學挖掘自我優劣
勢、撰寫履歷及準備面試
工作、提升職場倫理素養 

此課適合大三以上, 即
將畢業或在找實習工
作者 

11/05 11/12 11/19 週四 56 13：10～15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2 

61 5421 前進東南亞 我的東南亞日常 江彥杰 
越南印尼文化民俗介紹、
童玩與春捲手作體驗 12/04 12/11 12/18 週五 56 13：10～15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6F 

Y605 

62 5511 生命教育 毛小孩的居家護理 林荀龍 
建立與寵物良性互動、了
解狗的毛髮知識，建立正
確護理觀念 

攜帶寵物狗 1隻，必須
使用牽繩，自備剃剪 10/23 10/30 - 週五 234 09：10～12：00 

（每次 3 小時*2 週） 
動物疾病診斷中心

QB201 

63 5521 生命教育 從依戀風格談愛情 林育如 透過課堂討論自己的愛情
依附風格 12/12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9 

64 5531 生命教育 人際方塊舞 謝文軒 
透過積木操作，引導學生
增進自我了解、人際相處
及溝通能力 

11/14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Y109 

65 5541 生命教育 築夢樹生涯探索 林育如 透過築夢樹探索，對自我
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11/21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9 

66 5551 生命教育 繪製我的生涯藍圖 謝文軒 了解個人特質、個人生涯
規劃、能量彩鹽瓶製作 12/19 - - 週六 09：10～16：00 綜合教學大樓 1F 

Y109 

67 5561 生命教育 
社會關懷的學習
路：認識失智症與
長照 ABC 

謝安力革志 
了解社工與志工差別、失
智症認識與預防、家庭照
顧與壓力紓解 

10/16 10/23 10/30 週五 AB 18：20～20：05 綜合教學大樓 6F 
Y6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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